佛教研究中心近五年（106 年至 110 年）重要活動與績效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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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105 學年度（2016 年 8 月-2017 年 7 月）
「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
總計畫，計畫經費總額為 3,596,000 元。總計畫下有六支子計畫參與：
（一）子計畫主持人：林鎮國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子計畫名稱：晚明與江戶時期唯識因明的研究與文獻
（二）子計畫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子計畫名稱：明末清初渡日華僧著作輯存：
林性機與獨湛性瑩為中心
（三）子計畫主持人：野口善靜教授（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
柳幹康 教授（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
子計畫名稱：日本現存明清期中國佛教書籍蒐集
（四）子計畫主持人：黃繹勳教授（佛光大學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明清禪宗藏外文獻─上海圖書館所藏
（五）子計畫主持人：金城宇教授（南京大學文學院）
子計畫名稱：稀見明清佛教文獻的收集與研究
（六）子計畫主持人：梅謙立教授（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
子計畫名稱：明清耶穌會和佛教互動的研究
執行 106 學年度（2017 年 8 月-2018 年 7 月）
「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
總計畫，計畫經費總額為 360 萬元。總計畫下有六支子計畫參與：
（一）子計畫主持人：林鎮國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子計畫名稱：晚明與江戶時期唯識因明的研究與文獻
（二）子計畫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子計畫名稱：域外佛教文獻
（三）子計畫主持人：黃繹勳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明清禪宗文獻與研究
（四）子計畫主持人：野口善敬教授（日本花園大學文化部佛教學科）
柳幹康 教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子計畫名稱：日本現存明清期中國佛教書籍蒐集
（五）子計畫主持人：簡凱廷博士後（清華大學中文系）
子計畫名稱：佛光文化—近世東亞佛教稀見文獻和叢刊：協調、整



理、校刊、編輯和出版
（六）子計畫主持人：曾堯民博士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子計畫名稱：明清曹洞宗典籍二部點校和研究
執行「校內佛教學跨領域研究」總計畫（2017 年 2 月-2018 年 1 月）
，計畫
經費總額為 1,084,000 元。總計畫下有四支子計畫參與：
（一）子計畫主持人：蕭麗華教授（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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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名稱：「宋代茶禪詩歌研究──以蘇軾茶禪研究為主體」
（二）子計畫主持人：曲靜芳教授（佛光大學管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
「以人間佛教為出發點的財富管理模式之建置與應用」
（三）子計畫主持人：趙太順教授（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子計畫名稱：「韓國佛教僧侶國師碑書法之研究」
（四）子計畫主持人：曾稚棉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近代北美華嚴學研究方法介紹與分析」
舉辦「第一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青年論壇」，約
90 人參與，獲科技部補助 20 萬元。
舉辦「第十一屆漢文佛典語言學研討會」
，約 150 人參與，獲科技部補助 35
萬元。
於日本花園大學辦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與研究」工作坊，經費總額為




394,054 元。
與中央研究院合辦「明清時期東亞宗教文化研究」工作坊。
與中央研究院合辦「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




介人物」計畫主題演講共五場，分述如下：
（一）黃郁晴（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講題：峨眉山詩中的「普賢聖境」與「心靈圖景」—以清初至乾嘉
為主的討論
（二）廖肇亨教授（計畫總主持人，文哲所研究員）
講題：明末清初渡日華僧的海洋經驗與異文化認識─從隱元隆琦到
高泉性潡
（三）林熙強（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員）





講題：互文．記憶．原型─高一志《則聖十篇》與《十慰》中的
證道故事初探
（四）張名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講題：「與醍醐、甘露抗衡也」：從宗教思想史的角度看作為仙藥的
茶
（五）曾堯民（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講題：延續與變更：清僧錄司的組織改造與歷任掌印
舉辦佛教研究中心專題演講系列：
（一）Ven.Karma Lekshe Tsomo（Dept. of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講題：Buddhist Feminism（s）
： Demystifying the Essential Feminine
（二）方麗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
講題：據《大乘掌珍論》探討清辨如何處理無為法之存在問題
（三）李貴民（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講題：《嘉興藏》對於越南佛教的影響
佛教學跨領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蕭麗華教授（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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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蘇軾詠茶詩及其茶禪研究
舉辦漢藏文學交流座談會：多識．洛桑圖丹瓊排（西北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




與佛光大學佛教學院合辦「第二屆佛教文史哲研習營」。
《佛光學報》新三卷．第一期、新三卷．第二期出版。



執行 107 學年度（2018 年 8 月-2019 年 7 月）
「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
總計畫，計畫經費總額為 360 萬元。總計畫下有七支子計畫參與：
（一）子計畫主持人：林鎮國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子計畫名稱：晚明與江戶時期唯識因明的研究與文獻
（二）子計畫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子計畫名稱：域外佛教文獻
（三）子計畫主持人：李貴民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子計畫名稱：近世佛教文獻在越南的傳播與分布















（四）子計畫主持人：闞正宗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近世馬來西亞華人佛教的傳播和研究
（五）子計畫主持人：簡凱廷博士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子計畫名稱：明清、江戶稀見文獻蒐集研究
（六）子計畫主持人：邱怡萱博士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子計畫名稱：明清佛教典籍點校和研究-以南浦文之（1555-1620）
詩文集為中心
（七）子計畫主持人：李忠達博士後（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子計畫名稱：楚石梵琦《西齋楚石和尚外集》及其他著作源流略考
執行 107 學年度獨立計畫（2018 年 8 月-2019 年 7 月）
，經費為 248,000 元。
（一）子計畫主持人：鄭維儀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共住共食與教育理念－以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為例
與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合辦「禪的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計畫
經費總額為 20 萬元。
舉辦「第二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青年論壇」，約
100 人參與，獲科技部補助 20 萬元。
舉辦「《大智度論》的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約 120 人參與，獲科技部補
助 20 萬元。
與韓國威德大學權院長代表密教文化研究中心簽屬合作協議。
與德國漢堡大學沼田佛教研究中心合辦「佛學研究新議題」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協助漢堡大學亞非學院與本校佛教學院簽屬合作備忘錄，活動經費為
165,049 元。
於馬來西亞辦理「移民與佛教」工作坊約 170 人參與，活動經費 25 萬元。
舉辦「近世越南佛教文化研究」工作坊，約 100 人參與，活動經費 25 萬元。
與佛光大學佛教學院合辦「第三屆佛教文史哲研習營」。
與中央研文哲所合辦「江戶佛教文化工作坊」，活動經費為 25 萬元。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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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劉國威（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研究員）
講題：明代漢藏佛教交流的特色
（二）黃文斌教授（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副院長）
講題：觀音信仰：17-20 世紀初馬來亞半島閩粵華人社會為例
（三）吳國豪（何創時書法基金會主任研究員）
講題：筆墨中的明代高僧
（四）寶僧法師（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博士）
講題：自證分之建立：《釋量論．現量品》第 425~484 頌之注譯
（五）Prof. Albert Welter（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兼主任）
講題：Literati Monks as Buddhist Junzi（法門君子）：Zanning’s 贊
寧 Argument in the Da Song Seng shilüe 大宋僧史略
（六）周玟觀教授（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題：緞禪如用兵─惠山戒顯與晚明三峰派禪風
（七）黃啟江教授（威廉史密斯學院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
講題：幽溪傳燈詩中的自我圖像






（八）曲靜芳教授（佛光大學管理學系）
講題：以人間佛教為出發點的財富管理模式之建置與應用
「近世東亞佛教研究系列」叢刊出版：
第一輯：林鎮國、簡凱廷編，《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
第二輯：梅謙立、簡凱廷編，《明．許大受《聖朝佐闢》校注與研究》
《佛光學報》新四卷．第一期、新四卷．第二期出版。
執行 108 學年度（2019 年 8 月-2020 年 7 月）
「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
總計畫，總計畫下有七支子計畫參與，經費總額為 360 萬元：
（一）子計畫主持人：黃繹勳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明清佛教禪宗文獻與研究 III
（二）子計畫主持人：陳 帥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子計畫名稱：《因明入正理論》選輯點校
（三）子計畫主持人：李貴民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子計畫名稱：近世佛教文獻在越南的傳播與分布
（四）子計畫主持人：闞正宗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清代台灣佛教與齋教交涉研究
（五）子計畫主持人：李忠達教授（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子計畫名稱：浹水淨洽《浹水洽禪師語錄》源流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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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計畫主持人：釋法幢博士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子計畫名稱：明清稀見文獻蒐集研究
（七）子計畫主持人：林恕安博士後（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子計畫名稱：《喇嘛溯源》點校和研究
執行 108 學年度獨立計畫（2019 年 8 月-2020 年 7 月）
（一）子計畫主持人：林欣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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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名稱：中亞佛教之研究：以絲路地區古國和 Buryatia 為例
與佛光山合辦「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約 130 人參與，獲科技部補助
20 萬元。
舉辦「第三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青年論壇」，約
130 人參與，獲科技部補助 20 萬元。
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合辦「近世東亞佛教文化：明清與江戶佛教」國際
學術研討會暨書畫展
於越南與越南翰林院所屬漢喃研究院合辦「越南與台灣佛教研究討論」工作
坊，經費總額為 267,220 元整。。
與上海大學合辦「上海禪籍研究工作坊」，經費總額為 30 萬元。
與德國哥跟廷大學佛研中心簽屬合作備忘錄。
與越南翰林院所屬漢喃研究院簽屬合作。
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與佛教研究中心兩校單位完成簽訂合作
備忘錄。
明清佛教稀見文獻讀書會：
（一）吳孟謙教授（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題：明代伏牛山鍊磨法門考論
（二）曾堯民博士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講題：從《幽溪文集》看幽溪傳燈的交遊、著作與教理
（三）釋法幢博士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員）
講題：一方住持：《徑山具德禪師語錄》的研究
（四）黃繹勳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講題：簡介《明清佛教稀見文獻》之緣起、進程、作法和未來之開



展
（五）黃繹勳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講題：月法藏的禪教思想─以《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為中心
（六）林育明博士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員）
講題：玉菴真貴《成唯識論直指》中華嚴注釋立場與性相分殊注釋
特色之探討
校外專家學者專題演講：
（一）柳幹康（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副所長）
講題：明延壽成為「禪淨一致」祖師的歷史發展
「近世東亞佛教研究系列」叢刊出版：



第三輯：黃繹勳編，《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
第四輯：梅謙立、簡凱廷編，《明．許大受《聖朝佐闢》校注與研究》
《佛光學報》新五卷．第一期、新五卷．第二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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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109 學年度（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以佛教學術為主軸的跨域教
學與研究：佛教學與心理學研究」總計畫，總計畫下有四支子計畫參與，計
畫經費總額為 2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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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計畫主持人：陳一標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協同主持人：龔怡文教授、游勝翔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佛教對情緒與性格的分析與歸類―以和心理學的對比
分析為線索
（二）子計畫主持人：釋覺冠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協同主持人：黃國彰教授、黃玉蓮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禪定學與正念：佛教學的觀點
（三）子計畫主持人：龔怡文教授、游勝翔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協同主持人：陳一標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從心理學角度初探佛學中的「煩惱」與「根性」概念
（四）子計畫主持人：黃國彰教授、黃玉蓮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協同主持人：釋覺冠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正念與禪修課程研發暨成效評量
執行 109 學年度（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
「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
總計畫，總計畫下有 2 支子計畫參與，計畫經費總額為 119 萬元：
（一）子計畫主持人：李貴民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協同主持人：阮蘇蘭博士（越南漢喃研究院）
子計畫名稱：越南重刻明清佛教文獻研究計畫 I 暨越南佛教文獻讀
書會
（二）子計畫主持人：釋慧正博士後（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子計畫名稱：《越南「禪史三錄」的整理與點校》
「2020 年第 31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由佛教學院主辦本中心協辦，
本次 21 名學生進行發表，共有來自圓光佛學研究所、福嚴佛學院、香光尼
眾佛學院、淨覺僧伽大學、佛光山叢林學院、玄奘大學、法鼓文理學院、南
華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中正大學、嘉義大學等地的佛學院、大專院
校及其他團體等嘉賓約 170 名，計畫經費為 15,287 元。
舉辦越南佛教文獻讀書會 II，共四次，禮請越南漢南院研究員線上專題討
論約共 60 人參與。
佛教學與心理學跨領域系列學術活動：
（一）教師座談會（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心理學系教師）
第一次座談會，共 15 位教師共同參與。
第二次座談會，共 17 位教師共同參與。
（二）系列對談
1.

2.

引言人：萬金川教授（佛教學系）、黃玉蓮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正念療法效能與限制
參與人數：113 人
引言人：陳一標教授（佛教學系）、龔怡文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情緒、創傷、煩惱的覺察與評量
參與人數：1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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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言人：郭朝順教授（佛教學系）、龔怡文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性格、原型與阿賴耶識

參與人數：85 人
（三）系列演講
1. 講者：黃玉蓮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從心理學到正念
參與人數：42 人
「近世東亞佛教研究系列」叢刊出版：
第四輯：末木文美士著；郭珮君譯；凃玉盞、釋大田校核，《近世的佛教：
開展新視界的思想與文化》
第五輯：劉家幸校注；王三慶監修，《日本．大典顯常《小雲棲稿》校注》
《佛光學報》新六卷．第一期、新六卷．第二期出版。
執行 110 學年度（2021 年 8 月-2022 年 7 月）「以佛教學術為主軸的跨域教
學與研究：佛教學與心理學研究」總計畫，總計畫下有九支子計畫參與，計
畫經費總額為 395 萬元：
（一）子計畫主持人：李維倫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子計畫名稱：從禪修經驗看佛教心理治療的可能路徑
（二）子計畫主持人：翁士恆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從罕見疾病家庭的極限處境探索極端經驗之轉化與超越
（三）子計畫主持人：彭榮邦教授（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情為何物？情感經驗的重新思考與對話
（四）子計畫主持人：黃國彰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自我概念、情感依附與佛教中苦之關聯性探討
（五）子計畫主持人：黃玉蓮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正念課程對於自我慈悲滋長成效之初探
（六）子計畫主持人：陳一標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從河合隼雄心理療法看佛教與心理學的連結
（七）子計畫主持人：曾稚棉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現代佛教教育：從佛教的發心談學習動機
（八）子計畫主持人：林緯倫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子計畫名稱：佛教止觀與意識控制：認知神經探討
（九）子計畫主持人：林欣儀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子計畫名稱：負胎之患：敦煌難月文中的產孕疾患觀與儀式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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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110 學年度（2021 年 8 月-2022 年 7 月）
「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
總計畫，總計畫下有 2 支子計畫參與，計畫經費總額為 100 萬元。：
（一）子計畫主持人：林鎮國教授（政治大學哲學系）
協同主持人：簡凱廷教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得煜博士後
研究員（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子計畫名稱：近世東亞《八識規矩頌》珍稀注釋整理與研究
7

（二）子計畫主持人：李貴民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協同主持人：阮蘇蘭博士（越南漢喃研究院）



子計畫名稱：越南重刻明清佛教文獻研究計畫 II 暨越南佛教文獻
讀書會
舉辦「第四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與研究線上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青年論
壇」，約 200 人參與，共有來自法國、美國、德國、波蘭、新加坡、菲律
賓、馬來西亞、越南、韓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等十二國地嘉賓與會，並
獲科技部補助 30 萬元。
舉辦「解脫與療癒之間；佛教與心理諮商的對談」研討會。
舉辦「佛教念住禪法與正念療法工作坊」約 70 人參與，經費總額為 154,246
元。
舉辦「苦與苦之療癒國際線上工作坊」共有來自溫哥華、馬來西亞、新加坡、




中國、香港及台灣等約 400 人參與，經費總額為 148,587 元。
舉辦「女神信仰與宗教交流」工作坊。
舉辦「越南佛教文獻讀書會 II」，共四次，禮請越南漢南院研究員線上專














題討論約共 150 人參與。
舉辦「佛教與心理學交會讀書會」，共八場。
日本國立新瀉大學（退休）柴田幹夫教授申請擔任本中心客座研究員，客座
期間為：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專題演講：
（一）卞鳳奎教授（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講題：海洋視野下的移民與宗教
參與人數：42 人
校外專家專題演講：
（一）柴田幹夫教授（日本新瀉大學社會文化學科國際日本文化教育（退休））
講題Ⅰ：日治時期台灣的日本佛教－以淨土眞宗為中心
講題Ⅱ：日治時期台灣的日本佛教－以其他的日本佛教教團為中心
佛教學與心理學跨領域系列學術活動：
（一）教師座談會（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心理學系教師）
第三次座談會，共 15 位教師共同參與
（二）系列對談
1. 引言人：郭朝順教授（佛教學系）李維倫教授（政治大學哲學系）
主題：禪境經驗：現象學心理學與天台佛學的對話
2.

3.

參與人數：54 人
引言人：曾稚棉教授（佛教學系）林文瑛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從動機與發心論教育的可能性
參與人數：69 人
引言人：陳一標教授（佛教學系）林緯倫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情緒與認知：佛學與心理學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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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與人數：53 人
引言人：楊蓓教授（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主題：修行與轉化-禪修與心理諮商的對話
參與人數：70 人
5. 引言人：呂建吉教授（台灣哲學諮商理事長）
主題：佛教與哲學諮商的初接觸
（三）跨領域共授課程（課名：佛教學與心理學對話）系列演講
1. 講者：黃玉蓮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情緒心理學」：從非語言情緒辨識來讀心
參與人數：45 人
2. 講者：林緯倫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認知心理學」：意識與前意識，外顯與內隱
3.

參與人數：39 人
講者：龔怡文教授（心理學系）
主題：「心理療癒」：從創傷到復原—創傷後的心理處遇

參與人數：25 人
（四）佛教與心理療癒系列教師社群活動：
1. 第一次學術社群
報告者：郭朝順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主題：佛教心理療癒模型芻論
參與人數：19 人
2. 第二次學術社群
報告者：翁士恆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主題：以「非我」為引探究受苦經驗與療癒實踐行動：從現象
學取徑
參與人數：24 人
3. 第三次學術社群
報告者：黃國彰教授（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彭榮邦教授（慈濟
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參與人數：22 人
「近世東亞佛教研究系列」叢刊出版：
第六輯：陳帥、簡凱廷編；林鎮國監修，《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
釋選輯》上、下冊
《佛光學報》新七卷．第一期、新七卷．第二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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